
2022-08-2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obotic Hand Can Be Updated
to Meet User's Nee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5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hand 12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4 can 10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5 that 10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6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device 9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8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1 it 8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2 her 7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3 in 7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14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 she 7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16 smith 6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7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 nexus 5 ['neksəs] n.关系；连结，连系

19 robotic 5 [rəu'bɔtik] adj.机器人的，像机器人的；自动的 n.机器人学

20 said 5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21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2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23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4 some 4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稍微

25 this 4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6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7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 actions 3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29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0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bionic 3 [bai'ɔnik] adj.仿生学的；利用仿生学的

33 but 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34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35 do 3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3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7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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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40 polite 3 [pə'lait] adj.有礼貌的，客气的；文雅的；上流的；优雅的

41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2 story 3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43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4 update 3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45 updated 3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 user 3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47 users 3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48 we 3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4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0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51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52 am 2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53 app 2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54 arm 2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55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56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7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58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9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0 customer 2 ['kʌstəmə] n.顾客；家伙

61 designed 2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62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6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4 English 2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65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66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67 have 2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68 he 2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69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70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1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7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3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74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75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7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7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8 On 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79 perform 2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80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81 pollard 2 ['pɔləd] n.截去树梢的树；角被割下的动物 vt.将……截角；将……去梢 n.(Pollard)人名；(西)波利亚德；(英)波拉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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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remotely 2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8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4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85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8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8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88 traumatic 2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89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90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91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92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9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4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95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96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97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98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9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100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0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02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103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4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05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6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0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08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09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110 application 1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11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12 are 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13 as 1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14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15 at 1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116 Athens 1 ['æθinz] n.雅典（希腊首都）

117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1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1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2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2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2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23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24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25 Bluetooth 1 ['blu tːuːθ] n. 蓝牙技术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27 boiling 1 ['bɔiliŋ] adj.沸腾的；激昂的 n.沸腾；煮沸；起泡 adv.沸腾

128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29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0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31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2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133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34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36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13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3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39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0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41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142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4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4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45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46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4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48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149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50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5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52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5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5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56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57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58 fitted 1 ['fitid] adj.合适的；订做的；有…设备的 v.适应（fit的过去分词）；合适；为…提供设备

159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60 gesture 1 ['dʒestʃə] n.姿态；手势 vi.作手势；用动作示意 vt.用动作表示

161 gestures 1 英 ['dʒestʃə(r)] 美 ['dʒestʃər] n. 手势；姿势 v. 作手势表达

16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6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64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65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66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67 has 1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16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6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7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71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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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7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7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75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76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77 jessica 1 ['dʒesikə] n.杰西卡（女子名）

178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79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8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8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8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84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85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86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87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8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89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90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191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92 motors 1 [mɒtərs] n. 马达；电动机；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.

193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94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95 muscles 1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196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7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9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9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201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02 one 1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203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04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20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8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09 Paralympian 1 [ˌpærə'lɪmpɪən] n. 残奥运动员

21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11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12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13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214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1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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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1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18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19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20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21 programmed 1 ['prəugræmd, -grəmd] adj.程序化的，程控的 v.规划；制作节目（program的过去分词）

222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23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2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25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226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27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28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29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30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3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3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33 robot 1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
234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35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36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7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238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239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40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41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42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243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244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245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46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7 swimmer 1 ['swimə] n.游泳者

24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9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250 tasks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251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52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5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5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56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57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58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259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60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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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updates 1 [ʌp'deɪts] 补充资料, 更新材料

262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263 upsetting 1 [ʌp'setiŋ] adj.令人心烦意乱的，令人苦恼的 n.缩锻，镦锻；倾复，倒转

264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6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66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267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68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6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0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71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2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73 wireless 1 ['waiəlis] adj.无线的；无线电的 n.无线电 vt.用无线电报与…联系；用无线电报发送 vi.打无线电报；打无线电话

274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75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27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7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79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8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1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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